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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報教育 《生活與社會》 

勘誤表 (06 / 2021) 

 

單元 

頁數 

(2014

年版) 

課題 欄目 

修訂部分 

舊 新 

21 30 3 探究活動 5 資料 1 

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於 2011 年

8 月出席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

典禮期間，3 名身穿「平反六四」

上衣的大學生，從梁銶琚樓樓梯

門步出，只呼叫了一聲，便被多

名警員強行推回樓梯間內向後

跌倒。 

資料 1 

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於

2011 年 8 月出席香港大學百周

年校慶典禮期間，3 名身穿「平

反六四」上衣的大學生，從梁銶

琚樓樓梯門步出，只呼叫了一

聲，便被多名警員強行推回樓梯

間內向後跌倒。 

資料 1 

另外，針對李克強訪港期間警方

的採訪安排，約 300 名新聞工作

者、新聞系學生及市民發起遊

行，抗議有關安排侵犯新聞自

由。 

資料 1 

另外，針對李克強訪港期間，警

方設立遠離採訪目標的記者區

的採訪安排，約 300 名新聞工作

者、新聞系學生及市民發起遊

行，抗議有關安排侵犯新聞自

由。 

31 3 探究活動 5 資料 2 

不過，一班學民思潮成員昨在遊

行時突然越過警方劃作遊行的

2 條行車線，霸佔第 3 條行車

線，更一度與現場警員對峙，最 

終警方開放第 3 條行車線讓市

民遊行。 

資料 2 

不過，個別遊行人士突然越過警

方劃作遊行的 2 條行車線，霸佔

第 3 條行車線，更一度與現場警

員對峙，最終警方開放第 3 條行

車線讓市民遊行。 

33 3 探究活動 5 (3)警方查案時濫用私刑，被調

查的市民應該： 

A. 在社交網站寫出實況，盡情

抒發情緒。 

B. 向監警會申訴。 

C. 控告相關警員。 

(3)政府官員不按程序辦事，市

民應該： 

A. 在社交網站寫出實況，盡情

抒發情緒。 

B. 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。 

C. 控告相關官員。 

35 3 探究活動 5 6. 綜合以上各題，我們要怎樣

做才可以維護法治？試與同學

分組討論。【分析】【解難】 

6. 綜合以上各題，怎樣做才能

在不違背公民責任情況下保障

我們的權利，並維護法治？試與

同學分組討論。【分析】【解難】 



 
2 

35 3 資訊室 法律援助署的使命是確保所有

有充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或抗

辯的人，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

沒法尋求公義。 

法律援助署的使命是確保所有

有合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或抗

辯的人，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

沒法尋求公義。 

而申請人的財務資源須符合法

定規定，案情又具充分理據提出

訴訟或抗辯，便可獲法律援助。 

申請人的財務資源須符合法定

規定，案情又具合理理據提出訴

訟或抗辯，而給予法律援助亦屬

合理，才可獲法律援助。 

有關如何在香港尋求法律意見

的詳情，可參閱法律援助署的小

冊子《怎樣申請——尋求法律服

務》： 

有關如何在香港尋求法律諮詢

服務的詳情，可參閱法律援助署

的小冊子《怎樣申請——尋求法

律服務》： 

38 3 考考你 釋法與司法獨立 全國人大常委會 5 次釋法 

《基本法》賦予香港特區享有獨

立的審判權和終審權，但《基本

法》的最終解釋權卻屬於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（簡稱

「全國人大常委會」）。 

 

根據《基本法》第2條，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區享有

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。根據

《基本法》第158條，《基本法》

的最終解釋權卻屬於全國人民

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（簡稱「全

國人大常委會」）。香港特別行

政區終審法院曾多次指出全國

人大常委會解釋《基本法》的權

力來自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。 

香港回歸至 2013 年底，全國人

大常委會曾 4 次釋法。 

香港回歸至2019年底，全國人大

常委會曾5次釋法。 

全國人大常委會 4 次釋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4 次釋法 

表格新增內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5次    2016年11月 

2016年10月，梁頌恆、游蕙禎於

宣誓就職立法會議員期間，未有

完全按照《宣誓及聲明條例》訂

明的誓言字句進行宣誓；時任立

法會主席梁君彥裁定梁、游宣誓

無效，但容許再次宣誓。政府隨

即向高等法院入稟就兩位候任

議員的重新宣誓提出司法覆

核，立法會主席決定押後為該兩

位候任議員監誓。另一方面，全

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向全國人

大常委會提請審議關於《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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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104條的解釋的議案，並

於同年11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

通過，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

職人員必須依法真誠地作出擁

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

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宣誓，並謹

守誓言。最後高等法院裁定梁、

游在作出就職宣誓時拒絕宣

誓，他們在法律上立即自動喪失

議員資格。 

釋法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

嗎？試與同學分組進行辯論比

賽，搜集更多資料說明各自的 

看法。 

試說說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《基

本法》權力的主要來源。 

 

 

39 3 考考你 圖 3.4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

郝鐵川於2013年10月在香港報

章發表文章，對香港政治體制作

解說。 

圖 3.4 時任中聯辦宣傳文體部

部長郝鐵川於2013年10月在香

港報章發表文章，對香港政治體

制作解說。 

圖 3.5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

立在 2013 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

上強調，法庭的核心職能是依法

判案。 

圖 3.5 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
馬道立在 2013 年法律年度開啟

典禮上強調，法庭的核心職能是

依法判案。 

39 3 重點知識 3.2 法治的重要性 3.2 法治的功能和重要性 

法治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能夠

平等地生活，在社會獲得應有的

權利，並盡其義務，使人人都能

夠安居樂業，各展所長，並帶動

社會不斷發展。故此，維持法治

對香港社會十分重要，不單可以

保障市民基本的權利和自由，還

可以締造安定的生活環境和良

好的營商環境。 

 

 

 

 

 

法治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能夠

平等地生活，在社會獲得應有的

權利，並盡其義務，使人人都能

夠安居樂業，各展所長，並帶動

社會不斷發展。同時，透過法律

制度規範當權者的權力，使政府

受到監察而不致濫權，讓市民可

以持續地以合法的方式參與社

會政治事務，維護社會公義和大

眾的福祉。 

 

在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中，法律

制度能夠發揮多種功能，包括： 

˙ 減少政府濫權、官員貪污舞

弊等情況； 

˙ 保障基本人權及人身自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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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毋需終日惶恐度日； 

˙ 讓公眾能夠安心地參與社會

政治事務，推動他們履行公民責

任； 

˙市民互相尊重和平等對待別

人，社會變得更加開放和多元； 

˙ 維持社會秩序和穩定，因為

市民願意接納規範和履行義

務，大家會訴諸法律而非武力去

解決爭議； 

˙ 彰顯公義； 

˙ 為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更好

的條件。 

 

故此，維持法治對香港社會十分

重要，不單可以保障市民基本的

權利和自由，還可以締造安定的

生活環境和良好的營商環境。 

40 3 考考你 法治 4 層次 

 

刪除此部分 

41 3 重點知識 C. 發動公民抗命 

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，有些人因

找不到辦法改變不公義的法律

和社會現狀，會選擇發動公民抗

命，即以民眾力量故意作出違法

的行為，顯示法律本身的不公，

喚起公眾對抗不公義的情況，迫

使當權者讓步。然而，發動公民

抗命由於涉及鼓動他人犯法，與

法治要求有抵觸，因此仍是一個 

非常富爭議性的議題。 

刪除此部分 

44 3 延伸思考 1. 你認為近年香港居民的自由

是增加了還是有所減少？試從

互聯網搜集相關報道，並與同學

分組討論。【運用資訊科技】【資

料搜集】【分析】【評鑑】 

1. 試從互聯網搜集有關香港居

民權利或義務的政策報道，並與

同學分組討論該政策對社會的

影響。【運用資訊科技】【資料搜

集】【分析】【評鑑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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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10（重點知識 A） 

舊： 

 
 

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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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10（重點知識 B） 

舊： 

 
 

新： 

 

 



 
7 

頁 19（重點知識 A） 

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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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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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20（重點知識 B） 

舊： 

 

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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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29（探究活動 4） 

舊： 

 

1. 影片 1 提及法治的理念可分為 4 個層次，分別是甚麼？【資料理解】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2. 戴耀廷認為香港法治發展屬高水平，你認同嗎？試與同學分組討論，然後向全班匯報。【資料

理解】【分析】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3. 參考影片 2，民主制度對法治有何重要性？試與同學分組討論，然後向全班匯報。【分析】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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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： 

 

細閱以下資料，然後回答問題。 

 

資料 1 

香港法律學者陳弘毅以 10 個階層來描述法治的概念： 

 

陳弘毅認為法治的概念是一個理想，在現實社會環境裏，這個理想的不同層次，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實

現。 

〈淺談法治的概念〉，《民主與科學》(2007) 

 

資料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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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根據資料 1，法治可分為 10 個階層，分別是甚麼？【資料理解】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2. 參考資料 2，你認為哪一個法治概念最重要？試與同學分組討論，然後向全班匯報。【資料理解】

【分析】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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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37（重點知識 A） 

舊： 

 

新： 

 

 

 



 
15 

頁 37（重點知識 C, D） 

舊： 

 

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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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38（考考你） 

舊： 

 

 

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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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42（資訊室） 

舊： 

 

 

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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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底 

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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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： 

 

  

 


